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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當權派竟然 「見利忘
義」，在距離 2016 年總統選舉日
只剩下區區九十天時，不顧基層
黨員強烈的反對，執意召開了臨
時全代會強行撤換了總統候選人
洪秀柱，並 「徵召」主席朱立倫
上陣，這種不公不義與離心離德
之蠢行已破壞了黨內的初選制度
，使國民黨的規章蕩然無存，今
後必將讓人無所適從，這毫無疑
問的是國民黨毀滅性的歷史錯誤
，可悲可嘆的國民黨竟然墮落至
此,來將要如何去 「爭千秋」與
「爭 萬 世 」 ？ ！.....................。

元代 「古樂府詩」裡面記載
了一個淒厲動人的故事，在一個
冬天的早上，有一位頭髮散亂的
瘋狂男子提著酒壺跑到江河岸邊
準備渡過急流的河川，當他的妻
子趕到的時候，苦苦的哀求阻攔
他不要做出愚蠢的事情，但是丈
夫固執不聽勸阻，強行渡河，因
而當場溺水死於河中，看到這樣
哀戚的場景，這位妻子於是悲傷
逾恆的彈撥弦琴，並且在吟唱出
下面這四個哀傷的詞句之後投河
自盡： 公無渡河

公竟渡河

墮河而死

當奈公何

是的，這四個詞句真的是相
當的淒厲感人，雖然只有短短的
十六個，但是卻描述了一個動人
的情節以及一位妻子萬般無奈的
心境，對照當前國民黨 「換柱」
的經歷，不正是相同的情境嗎？
！

自從 「換柱」之聲甚囂塵
上，由於洪秀柱已通過國民黨初
選 「防磚民調」，並且是經過全
體黨代表大會所正式提名之總統
候選人，而且她並無觸犯任何黨
規或黨紀之行為，所以國民黨海
內外廣泛的基層黨員秉持著做人
最基本的良心與良知，苦口婆心
的哀求國民黨高層當權派：

"公"

"無"

"渡"

"河"

但是，國民黨當權派只想求
勝選，卻不顧黨章黨規，肆意的
破壞制度：

"公"

"竟"

"渡"

"河"

當明年1月16日大選當天，那
一些原本支持國民黨的基層黨員
因為憤怒與失望而拒絕投票支持
國民黨的候選人，而造成國民黨
的基本盤全面的崩潰瓦解，既失
去了總統選戰的 「政權」，也輸
掉了立委選戰的 「治權」，在
「政治」兩權 「雙輸」的情況之

下：

"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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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接下來的情境，不就是
國民黨的當權派必然要在1月16日
晚上鞠躬下台，飲恨交出中華民
國的的政權以及國民黨的黨權，
到時候可真的是：

"當"

"奈"

"公"

"何"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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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棒球隊百年來未能奪冠小熊棒球隊百年來未能奪冠
正當芝加哥小熊隊正當芝加哥小熊隊(Cubs)(Cubs)

勢如破竹勢如破竹，，所向披靡朝著美國所向披靡朝著美國
職棒大聯盟職棒大聯盟(MLB)(MLB)世界冠軍系世界冠軍系
列賽列賽（（World SeriesWorld Series））挺進之際挺進之際
,,竟然在竟然在 「「國家聯會國家聯會」」(NLDS)(NLDS)
冠軍賽的前兩場比賽中被一位冠軍賽的前兩場比賽中被一位
名不經傳的紐約大都會隊的二名不經傳的紐約大都會隊的二
壘 手 丹 尼 爾壘 手 丹 尼 爾 •• 墨 菲墨 菲 (Daniel(Daniel
Murphy)Murphy)連續兩場都轟出全壘連續兩場都轟出全壘
打而敗下陣來打而敗下陣來，，哇哇，，小熊隊今小熊隊今
年是不是又要被年是不是又要被 「「墨菲的魔咒墨菲的魔咒
」」害慘了呢害慘了呢？？

具有上百年悠久歷史的小具有上百年悠久歷史的小
熊隊自從中國的滿清末年以來熊隊自從中國的滿清末年以來
再也沒有拿過世界職棒大賽的再也沒有拿過世界職棒大賽的
冠軍冠軍，，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來小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來小
熊隊的實力與戰力並不是不強熊隊的實力與戰力並不是不強
，，但是球運總是不佳但是球運總是不佳，，冠軍每冠軍每
每不是在最關鍵的時刻擦肩而每不是在最關鍵的時刻擦肩而
過過，，就是從手套中滑落就是從手套中滑落，，這裡這裡
流傳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流傳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不管不管
你迷不迷信你迷不迷信，，都姑且聽之都姑且聽之：：

19451945年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年當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之際結束之際，，美國職棒大聯盟正美國職棒大聯盟正
在進行在進行 「「七戰四勝制七戰四勝制」」的世界的世界

冠軍系列賽冠軍系列賽，，當第四場比賽到小熊隊主場當第四場比賽到小熊隊主場
「「韋格利球場韋格利球場」」（（Wrigley FieldWrigley Field））進行到第進行到第

七局的時候七局的時候，，突然天公不作美突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傾盆下起了傾盆
大雨大雨，，有一位名叫比利有一位名叫比利••辛尼斯辛尼斯 (Billy Sian(Billy Sian--
is)is)的小熊隊死忠球迷因為帶著自己心愛的寵的小熊隊死忠球迷因為帶著自己心愛的寵
物山羊墨菲物山羊墨菲(Murphy)(Murphy)在球場觀戰被雨淋濕以在球場觀戰被雨淋濕以

後發出了腥羶的味道後發出了腥羶的味道，，而被鄰座的球迷抱怨而被鄰座的球迷抱怨
，，小熊隊不得已只好把他與他的山羊墨菲驅小熊隊不得已只好把他與他的山羊墨菲驅
逐出球場外逐出球場外，，這讓比利這讓比利••辛尼斯極度不滿辛尼斯極度不滿，，
他向小熊隊大老闆韋格利他向小熊隊大老闆韋格利(P.K. Wrigley)(P.K. Wrigley)提出提出
嚴重抗議嚴重抗議，，他說他是小熊隊最忠實的球迷他說他是小熊隊最忠實的球迷，，
小熊隊每一場在主場地的比賽他都是買兩張小熊隊每一場在主場地的比賽他都是買兩張
票票，，帶著他吉祥的帶著他吉祥的 「「山羊墨菲山羊墨菲」」進場來為小進場來為小
熊隊加油熊隊加油，，所以小熊隊絕對不可以如此對待所以小熊隊絕對不可以如此對待
「「山羊墨菲山羊墨菲」」，，但是韋格利堅持不讓但是韋格利堅持不讓 「「墨菲墨菲

」」進場進場，，於是這一位在球場附近經營酒店的於是這一位在球場附近經營酒店的
小老闆在球場外發下毒誓小老闆在球場外發下毒誓：： 「「因為你們污辱因為你們污辱
我的山羊墨菲我的山羊墨菲，，你們一定會得到報應你們一定會得到報應，，一定一定
會輸掉今年的世界冠軍賽會輸掉今年的世界冠軍賽，，而且以後再也不而且以後再也不
會贏得世界大賽會贏得世界大賽！！」」 結果那一年小熊隊果結果那一年小熊隊果
然輸給了實力不如他們的底特律老虎隊然輸給了實力不如他們的底特律老虎隊，，並並
且從此之後世界冠軍系列賽就永遠與小熊隊且從此之後世界冠軍系列賽就永遠與小熊隊
絕緣絕緣，，因此大家就把那一次的事件稱之為因此大家就把那一次的事件稱之為
「「山羊的魔咒山羊的魔咒」」（（Curse of the Billy GoatCurse of the Billy Goat））

，，而這個而這個 「「魔咒魔咒」」迄今依然無法驅除迄今依然無法驅除！！

真的不知道是天意還是巧合真的不知道是天意還是巧合，，小熊最後小熊最後
一次奪得世界冠軍賽是在一次奪得世界冠軍賽是在19081908年年,,當時的小熊當時的小熊
隊老闆的名字叫查理斯‧墨菲隊老闆的名字叫查理斯‧墨菲(Charles Mur(Charles Mur--
phy )phy )，，但是自從小熊隊遭到但是自從小熊隊遭到 「「山羊墨菲山羊墨菲」」詛詛
咒之後咒之後，，就流年不利就流年不利，，尤其是在尤其是在19691969年年，，當當
時小熊隊曾經遙遙領先第二名的紐約大都會時小熊隊曾經遙遙領先第二名的紐約大都會
隊隊88又又11//22場的勝差場的勝差，，但是由於在一場比賽中但是由於在一場比賽中
紐約大都會隊的球迷故意帶了一隻黑貓到棒紐約大都會隊的球迷故意帶了一隻黑貓到棒
球場上的打擊區球場上的打擊區，，使得使得 「「魔咒魔咒」」再現再現，，從此從此
戰績突然變差戰績突然變差，，一敗塗地而被淘汰一敗塗地而被淘汰，，巧合的巧合的
是是，，當年紐約大都會隊的總經理名字叫做強當年紐約大都會隊的總經理名字叫做強
尼‧墨菲尼‧墨菲(Johnny Murphy )(Johnny Murphy )，，向而大都會隊向而大都會隊

的球賽轉播員名字也叫做的球賽轉播員名字也叫做
鮑 伯 ‧ 墨 菲鮑 伯 ‧ 墨 菲 (Bob Mur(Bob Mur--
phy )phy )。。到了一九八四年到了一九八四年
小熊隊的戰績相當不錯小熊隊的戰績相當不錯，，
但是因為決賽的場地在聖但是因為決賽的場地在聖
地牙哥教士隊的傑克‧墨地牙哥教士隊的傑克‧墨
菲球場菲球場(Jack Murphy),(Jack Murphy),所所
以小熊隊又是先盛後衰以小熊隊又是先盛後衰,,
大 坍 塌大 坍 塌 （（Great PostseaGreat Postsea--
son Collapseson Collapse），），輸掉了輸掉了
比賽比賽，，你說這個難道還不你說這個難道還不
邪門嗎邪門嗎？？

這兩天小熊隊所碰到這兩天小熊隊所碰到
的這一位丹尼爾的這一位丹尼爾••墨菲在今年的正規季賽表墨菲在今年的正規季賽表
現並不突出現並不突出，，一整年只有一整年只有1414支全壘打的普通支全壘打的普通
成績成績。。但是這一次的決賽他竟然打擊率高達但是這一次的決賽他竟然打擊率高達
三成五七三成五七，，連續轟出連續轟出55支全壘打支全壘打，，包括對小包括對小
熊隊的這兩隻致勝的巨炮熊隊的這兩隻致勝的巨炮，，使小熊隊老謀深使小熊隊老謀深
算的經理喬算的經理喬••麥頓麥頓(Joe Maddon)(Joe Maddon)不得不信邪不得不信邪
，，馬上授意王牌投手傑克‧艾瑞列塔馬上授意王牌投手傑克‧艾瑞列塔(Jake(Jake
Arrieta)Arrieta)策略性策略性(strategy)(strategy)的投四壞球保送這一的投四壞球保送這一
位丹尼爾位丹尼爾••墨菲上壘墨菲上壘，，接下來的幾場比賽接下來的幾場比賽，，
還真的不知道小熊隊是不是還真的無法克服還真的不知道小熊隊是不是還真的無法克服
「「墨菲的魔咒墨菲的魔咒」」呢呢！！

根據多項職棒大聯盟評分系統根據多項職棒大聯盟評分系統，，今年的今年的
小熊隊是史上最有可能贏得小熊隊是史上最有可能贏得NLCSNLCS冠軍冠軍、、打打
入世界職棒冠軍賽的一年入世界職棒冠軍賽的一年，，成功幾率達到成功幾率達到
6060%%，，比起此前三屆打入比起此前三屆打入NLCSNLCS的隊伍的隊伍，，今年今年
的小熊隊有很明顯的優勢就是的小熊隊有很明顯的優勢就是：：先發投手陣先發投手陣
容堅強龐大容堅強龐大，，可以說是今年所有職棒聯盟的可以說是今年所有職棒聯盟的
球隊最好的球隊最好的，，除此之外除此之外，，小熊隊的防守和投小熊隊的防守和投

球隊員都很優秀球隊員都很優秀----事實上過去失利的小熊隊事實上過去失利的小熊隊
也是這兩項最為優秀也是這兩項最為優秀----不過今年隊伍的實力不過今年隊伍的實力
更完善更完善、、速度也完全超越了以前速度也完全超越了以前。。

再看今年看小熊隊季後賽中的表現再看今年看小熊隊季後賽中的表現，，他他
們今年著重發力於實力擊打這一部分們今年著重發力於實力擊打這一部分，，在分在分
區系列賽第三場中區系列賽第三場中，，小熊隊竟然猛擊出六支小熊隊竟然猛擊出六支
全壘打全壘打，，年輕的球星克里斯‧布萊恩特年輕的球星克里斯‧布萊恩特((
Kris Bryant)Kris Bryant)、、 凱 爾 ‧ 史 契 沃 柏凱 爾 ‧ 史 契 沃 柏 (Kyle(Kyle
Schwarber)Schwarber)和索萊爾和索萊爾(Jorge Soler)(Jorge Soler)皆表現出色皆表現出色
，，這些都證明小熊隊今年的來勢洶洶這些都證明小熊隊今年的來勢洶洶，，也展也展
現出了隊伍特點現出了隊伍特點----年輕而持久年輕而持久----平均而言平均而言
，，今年的主力球員都今年的主力球員都20032003年的隊伍年輕四歲年的隊伍年輕四歲
半半，，儘管年輕的小熊隊被大家寄予厚望儘管年輕的小熊隊被大家寄予厚望，，但但
是因為是因為 「「墨菲的魔咒墨菲的魔咒」」還在還在，，小熊隊還是有小熊隊還是有
4040%%的機會輸掉的機會輸掉，，所以小熊隊的球迷們還是所以小熊隊的球迷們還是
要冷靜一些要冷靜一些，，縱使是今年無法驅除縱使是今年無法驅除 「「墨菲的墨菲的
魔咒魔咒」」也不要太失望也不要太失望，，年輕的小熊隊今年能年輕的小熊隊今年能
走到這一步走到這一步，，已經是很了不起的進步了已經是很了不起的進步了！！

著名的成人雜誌著名的成人雜誌《《花花公子花花公子（（PlayboyPlayboy）》）》日前日前
做了一個震撼的決定做了一個震撼的決定，，將從明年三月起只刊載文章將從明年三月起只刊載文章
，，而不再刊登女人的性感裸照而不再刊登女人的性感裸照。。該雜誌的執行長史該雜誌的執行長史
考特‧佛蘭德斯考特‧佛蘭德斯(Scott Flanders)(Scott Flanders)在接受在接受""時代雜誌時代雜誌""
(TIME)(TIME)的專訪時說的專訪時說:":"由於網路的發達由於網路的發達，，現在任何人現在任何人
都可以輕鬆的在網路上免費看到跟性有關的東西與都可以輕鬆的在網路上免費看到跟性有關的東西與
圖片圖片，，所以所以 PlayboyPlayboy已經趕不上時代了已經趕不上時代了！”！”

史考特‧佛蘭德斯的觀點是正確的史考特‧佛蘭德斯的觀點是正確的，，他的決定他的決定

也一點都不會讓也一點都不會讓
人感到意外人感到意外，，因因
為網路的威力無為網路的威力無
邊邊，，早就已經淘早就已經淘
汰了許多傳統的汰了許多傳統的
行業行業，，以色情雜以色情雜
誌起家的誌起家的《《花花花花
公子公子》》當然也不當然也不
例外例外。。這個雜誌這個雜誌
的創刊人就是大的創刊人就是大
名鼎鼎的名鼎鼎的""花花公花花公
子子""海夫納海夫納(Hugh(Hugh
Hefner)Hefner)，， 19531953 年年
的時候他突發奇的時候他突發奇
想想，，買下性感女買下性感女
神瑪麗蓮神瑪麗蓮••夢露夢露
(Marilyn Monroe)(Marilyn Monroe)
在日曆中的一張在日曆中的一張

性感裸照性感裸照，，放入放入《《花花公子花花公子》》雜誌雜誌""創刊號創刊號""內頁掀內頁掀
起巨大波瀾而一舉成名起巨大波瀾而一舉成名，，有趣的是有趣的是，，當時的當時的《《花花花花
公子公子》》創刊號封面上竟然沒有標記出版日期創刊號封面上竟然沒有標記出版日期，，因為因為
海夫納當時並不確知他是否還會出第二期海夫納當時並不確知他是否還會出第二期。。那時已那時已
經有不少色情雜誌經有不少色情雜誌，，但比起但比起《《花花公子花花公子》》來都只是來都只是
小打小鬧小打小鬧，，只有類似於風吹起短裙只有類似於風吹起短裙、、比基尼被樹枝比基尼被樹枝
掛到的俏皮造型掛到的俏皮造型。。

《《花花公子花花公子》》雜誌標榜了雜誌標榜了""性革命性革命""先鋒先鋒，，海夫海夫
納告訴世人人納告訴世人人，，不用對性感到羞愧不用對性感到羞愧，，那只是那只是 「「複雜複雜
的都市男性的都市男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該雜誌裡面所刊該雜誌裡面所刊
出的文章與照片涉獵了汽車出的文章與照片涉獵了汽車、、公寓公寓、、時尚時尚、、戲劇戲劇、、
政治和金融等政治和金融等，，對想要對想要 「「偷窺偷窺」」的讀者來說的讀者來說，，提供提供
了非常多堂而皇之的藉口了非常多堂而皇之的藉口，，於是於是，，這樣一本複雜的這樣一本複雜的
雜誌雜誌，，吸引到了大批目標受眾吸引到了大批目標受眾，，也招到了許多大牌也招到了許多大牌
汽車汽車、、酒水和服飾的廣告主酒水和服飾的廣告主，，之後之後《《花花公子花花公子》》因因
為都能夠定期邀請到著名的影歌星拍攝性感的裸照為都能夠定期邀請到著名的影歌星拍攝性感的裸照
而吸引了大量的讀者而吸引了大量的讀者，，而奠定了而奠定了《《花花公子花花公子》》的地的地
位位，，在在19721972年最鼎盛的時期每一期的發行量高達七年最鼎盛的時期每一期的發行量高達七
百萬冊百萬冊。。

事實上事實上，《，《花花公子花花公子》》的確並不是一本純粹的確並不是一本純粹
色情的雜誌色情的雜誌，，除了美女裸照之外除了美女裸照之外，，他們也經常在雜他們也經常在雜
誌上刊登一些社會名流的專訪誌上刊登一些社會名流的專訪，，全盛期時還連載過全盛期時還連載過
詹姆斯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說和加拿大知名女作家瑪格麗邦德系列小說和加拿大知名女作家瑪格麗
特特••愛特伍愛特伍（（Margaret AtwoodMargaret Atwood））的精彩作品的精彩作品，，也也
採訪過民權人士馬丁路德金恩採訪過民權人士馬丁路德金恩(King)(King)、、美國前總統美國前總統
福特與吉米福特與吉米••卡特以及籃球之神喬丹等等都曾經在卡特以及籃球之神喬丹等等都曾經在
雜誌上出現過雜誌上出現過，，吉米吉米••卡特在卡特在19761976年總統競選中接年總統競選中接
受受《《花花公子花花公子》》採訪時曾大膽的說自己採訪時曾大膽的說自己 「「渴望地打渴望地打
量過很多女人量過很多女人」」，，當時還引得共和黨對手對他落井當時還引得共和黨對手對他落井
下石下石，，指責他對女性不尊重指責他對女性不尊重，，但也因此而打響的花但也因此而打響的花
花公子的花公子的""名聲名聲""。。

此外此外《《花花公子花花公子》》雜誌還定期邀請運動專家對雜誌還定期邀請運動專家對

NCAANCAA大學籃球和美式足球做分析評鑑和排行榜大學籃球和美式足球做分析評鑑和排行榜，，
所以很受年輕讀者的歡迎所以很受年輕讀者的歡迎，，但是畢竟這個雜誌的名但是畢竟這個雜誌的名
字叫做字叫做《《花花公子花花公子》》而侷限了讀者的範圍而侷限了讀者的範圍，，儘管海儘管海
夫納和雜誌基金會一直支持民權運動並宣稱支持女夫納和雜誌基金會一直支持民權運動並宣稱支持女
人人———他的親女兒甚至統治過該雜誌幾年—他的親女兒甚至統治過該雜誌幾年，，但這本但這本
物化女人的雜誌真的沒有辦法樹立起自己的公信力物化女人的雜誌真的沒有辦法樹立起自己的公信力
，，裡面出現的女人既有美國小姐冠軍裡面出現的女人既有美國小姐冠軍，，也有色情業也有色情業
女星女星，，其實它就是全世界最知名的性商業產品的代其實它就是全世界最知名的性商業產品的代
表表，，所以無論它再怎麼強調所以無論它再怎麼強調""高尚藝術高尚藝術""、、""樂而不淫樂而不淫
""或是或是""雅俗共賞雅俗共賞",", 這個雜誌上面的女人畢竟是沒有這個雜誌上面的女人畢竟是沒有
穿上衣服的性感裸女穿上衣服的性感裸女，，所以還是難登大雅之堂所以還是難登大雅之堂。。

然而後來然而後來《《花花公子花花公子》》雜誌卻被更雜誌卻被更 「「下流下流」」
的競爭者瓜分了市場的競爭者瓜分了市場，，譬如譬如""閣樓閣樓""《《PenthousePenthouse》》和和
""妓女妓女""《《HustlerHustler》》等粗魯豪放的雜誌搶走了等粗魯豪放的雜誌搶走了《《花花花花
公子公子》》的許多讀者的許多讀者，，如今如今《《花花公子花花公子》》的銷量每一的銷量每一
期已經只剩下八十萬本期已經只剩下八十萬本，，根本是入不敷出虧大本根本是入不敷出虧大本，，
所以它不得不開始試圖轉型所以它不得不開始試圖轉型，，以抓住年輕人以抓住年輕人———這—這
個最有利可圖的市場個最有利可圖的市場，，可是這一本成人雜誌一旦沒可是這一本成人雜誌一旦沒
有了裸體女人的照片有了裸體女人的照片，，只有文字的東西是否還能夠只有文字的東西是否還能夠
吸引住年輕人的眼球呢吸引住年輕人的眼球呢？？那是相當令我質疑的那是相當令我質疑的，，當當
然啦然啦，，對於那些聲稱只是為了閱讀對於那些聲稱只是為了閱讀《《花花公子花花公子》》雜雜
誌裡精彩文章的男人們而言誌裡精彩文章的男人們而言，，你們是真的你們是真的""所言不所言不
虛虛""呢呢？？還是還是""自欺欺人自欺欺人""？？這就是真正在考驗你們的這就是真正在考驗你們的
時候了時候了，，你們說的話到時候只要看看你們說的話到時候只要看看《《花花公子花花公子》》
的銷售量就可以得到證明了的銷售量就可以得到證明了！！

網路威力無邊色情圖片隨處可見

國民黨高層的墯落 「換柱」，使失落
的基層因憤怒而拒絕投票，最後讓國民黨
的基本盤全面崩潰瓦解，2016年國民黨不
但將失去總統選舉的 「政權」，也將輸掉
立委選舉的 「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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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驅除無法驅除 「「魔咒魔咒」」 也不要太失望也不要太失望！！

兔女郎不再裸體兔女郎不再裸體

公無渡河公無渡河、、
公竟渡河公竟渡河！！

""花花公子花花公子""不再刊登裸照將受考驗不再刊登裸照將受考驗


